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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指出，

內地疫情現應已受

控，預期經濟循序

漸進地復甦，考慮到消費、房地產及出口偏軟，

估計由投資帶動的復甦將拉升下半年經濟溫和

反彈，該行預期內地第 2 季經濟更為放緩，故

修訂按年增長預測由之前的 2.7%，下調至 1%，

而下半年會適度復甦至 5.3% 增長；亦將全年

經濟增長預測由早前的 4.9%，下調至 4.1%，

2023 年增長料達 5.8%。

與此同時，大行摩根士丹利亦預料，中

國股市熊市已近尾聲，建議逐步就能受惠生活

復常和基建活動增加的中國資產加倉，予明年

6 月恒指目標 21,500 點、MSCI 中國指數目標

70 點、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目標 7,330、滬深

300 目標 4,300 點。

大摩在短期內將在全球新興市場 / 亞太

地區的框架內將中國維持「與大市同步」，波

動性維持在相對較高的水平，認為儘管近期企

業盈利預測快速下調，但市場尚未完全消化盈

利下行風險；到第二季業績期末還有更多下調。

A 股 反 覆 走 低， 滬 綜 指 昨 收 跌 8 點 或

0.26%，報 3,306 點；深成指跌 63 點或 0.5%，

報 12,423 點；創業板指則跌 17 點或 0.6%，

報 2,692 點。兩市總成交額錄逾 1.07 萬億元。

外資淨流出逾 10 億元人民幣。

港股三連升，恒指昨高開 101 點後升幅擴

大，收 21,559 點，升 395 點或 1.9%，成功收

復 10 天線。國指收 7,549 點，升 149 點或 2%；

恒科指收報 4,760 點，升 102 點或 2.2%。全

日總成交額微減至 1,193 億港元，港股通淨買

入 12.32 億元。

金融股發威，「獅王」滙控（00005）

重登「半百」之數，收 51.35 元，急升 3.6%。

中 國 人 壽（02628） 升 3.9%； 中 國 平 安

（02318）升 2.7%；工、中、建、招四大內銀

股分別升 1.6% 至 2.7%；港交所（00388）升

1.6%；友邦保險（01299）升 1.5%，已貢獻恒

指 175 點，佔大市逾 4 成升幅。

大型科網亦步亦趨，騰訊（00700）升

2.7%；小米集團（01810）升 1.7%；阿里巴巴

（09988）升 1.3%；京東集團（09618）及美

團（03690）升 0.9%。另外，快手（01024）

升 3.6%；「B 站」嗶哩嗶哩（09626）升 2.2%。

其他藍籌股方面，阿里健康（00241）飆

12.1% 表現最佳；新奧能源（02688）升 5.6%；

藥明生物（02269）升 5%；石藥集團（01093）

升 4.5%。

然而，中電控股（00002）發盈警，股

價逆市大插 7.1%，成為表現最差藍籌。兩大車

股吉利（00175）及比亞迪（01211）收跌 0.4%

及 0.5%。

另外，南南資源（01229）發盈喜，預期

今年度轉虧為盈，股價曾飆 17.1 倍，至 1.36 元

逾 7 年高位；收 0.75 元，升 9 倍。

謝瑞麟轉盈 派末期息 2 仙
其他個股方面，謝瑞麟（00417）公布截

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扭虧，轉賺 1,554.6

萬港元（上年度為虧損 4,398 萬元），每股基

本盈利 6.2 仙，末期息 0.02 元。

由於 2021 零售市道復甦，儘管第五波

疫情自 2022 年初起持續對集團香港零售業務

造成負面影響，但期內香港及澳門零售業務營

業額仍上升，同店銷售亦錄增長。去年 11 月，

集團推全新品牌「DUO by TSL」，首間 DUO 

by TSL 概念店 於一個月後在尖沙咀隆重開幕；

同時亦策略性地關閉了兩間低效店舖，以整合

香港店舖網絡。今年初以來，為應對不同地區

的零星疫情爆發實施嚴格的社交限制措施，復

甦速度受影響，窒礙零售業反彈。縱使內地經

濟於本年度首三個季度有所復甦，集團內地自

營店營業額仍錄輕微按年跌幅，集團內地營運

的同店銷售亦於本年度出現負增長。為有效

達致市場細分，集團推出了另一新品牌「TSL 

TOSI」以進軍年輕人市場。TSL TOSI 首間

概念店上年 9 月在蘇州開幕，隨後在廣州開設

兩間店舖。截至本年度末，內地設有三間 TSL 

TOSI 店舖。年度集團在內地店舖總數由 450

增至 465 間，包括自營店和加盟店。

電子商貿業務方面，集團營業額錄得高

兩位數增長，歸功於產品種類優化和季節性促

銷。集團成功重整內地官方旗艦店，改善客戶

全渠道銷售體驗。在香港方面，除集團期內在

香港天貓開設網店外，香港官方網店亦正進行

改造。未來將繼續提升數碼化平台並加強與電

商平台的合作，以捕捉更多網上銷售及為客戶

提供非凡體驗。

展望未來，全球及本地經濟前景仍不明

朗，集團將繼續採取謹慎成本效益措施，保持

健康庫存水平，優化實體店和電子銷售渠道的

網絡，以長遠和審慎方式調整業務策略。a

筆者未持有上述股份。

重點推介 地產指數

外匯編程的三個階段

通貨膨脹未停 港股區間橫行

騰訊擬拓元宇宙業務 股價向好 

「經濟衰退」成Google關鍵詞 衰退真的要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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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智勇

內地媒體報道指近日內地多個城市推出「房票」政策，棚改區被徵收

人選擇房票安置的，可使用房票在所有參與房票安置工作的房地產開發企業

所提供的商品房中自行選擇。疊加有大行唱好內房市道，以及人行副行長

潘功勝亦指疫情形勢正在逐步好轉，房地產市場交易活躍性上升等，都使

內房成為帶動大市向好之動力。周二恒指高開高走，一度重上 10 SMA（約

21,360點）水平。

參考個別輪證發行商網站，在截至 2022年 6月 21日 8時，錄得單日

最多資金流入是恒指（淡），約 3,485萬元；錄得第 2多是阿里（好），約

2,860萬元。錄得 1日最多資金流出是騰訊（淡），約 731萬元；錄得第 2多

是美團（好），約 545萬元。由於恒指（好）也錄得約 2,325萬資金流入，

排名第 3，數據反映投資者對恒指後向各有看法，但看淡者的資金相對較多。

看好後市者，可留意恒指牛證 50611，回收水平 20,600點，到期

日 2024年 11月 28日。看淡後市者，可留意恒指熊證 51723，回收水平

21,600點，到期日 2022年 9月 29日。

外電消息指出，騰訊（00700）向員工宣布成立「擴展實境 XR」部門，押注在在

虛擬世界的元宇宙概念上。消息指，該部門的任務是為騰訊打造 XR 業務，包括軟件和硬

件在內的擴展現實業務，將由騰訊遊戲全球首席技術官沈黎（Li Shen）領導，並將成為

該公司互動娛樂事業群（IEG）的一部分。騰訊此次的內部活水覆蓋內容生態、運營和技

術研發三大方向，開放崗位超過 40 個：在內容生態上，騰訊將成立一家 XR 遊戲工作室，

並在內部活水中招聘工作室負責人；運營上，內部活水提供商店產品、生態運營、業務合

作和產業投資合作等職能領域的崗位申請；技術研發開放最多的崗位。有消息指出，騰訊

XR 部門最終員工人數達到 300 多人。消息人士又指，XR 部門在內部被視為騰訊創辦人

馬化騰十分看好的項目，擴展實境 XR 包含擴增實境 AR、虛擬實境 VR 與混合實境 MR，

被視為打造元宇宙的基石。消息公布後，騰訊股價向好，可見投資者的反應正面。

看好騰訊者，可留意 call 12203，實際槓桿 6.321 倍，行使價 380 元，到期日 

2022 年 10 月 5 日。看淡者可留意 put 27642，實際槓桿 5.85 倍，行使價 360 元，到

期日 2022 年 9 月 30 日。

筆者為香港證監會持牌人士，不持有上述股份。

後市看法分歧
投資者兩手準備

騰訊擬拓元宇宙業務
股價向好

A股走低 恒指三連陽收21559 
獅王發威 率金融貢獻4成升幅

總結市 況

唐人

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中原大灣區指數 美聯信心指數

本周公布 180.78 本周公布 124.83 本周公布 53.5

與上周比較

▲

0.95% 與上月比較 ▲ 1.31% 與上周比較 ▲ 2.5%

與上月比較

▲

0.58% 與上月比較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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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及能源危機問題已成為本年

最為最擔心的因素。在國際局勢上，

美國仍然到處出訪各國拉攏盟友圍堵

中國及制裁俄羅斯。在這情況下通脹

問題是難以解決的。事實上，歐洲已

有很多國家面對通脹高企，特別是東

北歐國家，它們對俄烏的糧食能源依

賴度極高，波羅的海三國的通脹率已

高達接近 20% 水平。冬天來臨時，高度依賴俄羅斯天

然氣的歐洲國家將會面臨缺天然氣而引致通脹急升。

19 個歐元區國家各自有不同的文化及經濟背景，但統一使用歐元。假設當其中一些國家出

現經濟衰退時，由於國家使用歐元作法定貨幣，則無法依靠貶值該國家貨幣以提高出口加強

競爭力。歐元區國家只能靠加息控制通脹，將帶來滯脹危機及引致經濟衰退。屆時將可能引

發歐債危機 2.0。

跟據歷史經驗，股市於熊市通常出現三期，在熊市二期反彈後便會出現熊三大跌市，

整個熊市由跌幅 50% 至 90% 不等，視乎經濟危機有多嚴重。美國總統拜登在低支持率下

想帶領民主黨勝出中期選舉，必須盡快解決通脹急升問題，而現在可選的辦法卻不多，取消

特朗普時代的對華關稅暫時是唯一可行選擇。有研究報告指出取消對華關稅可幫助美國降低

1% 至 1.5% 通脹率。當消息落實時，將可能成為讓股市大幅反彈的藉口觸發熊二大反彈。

上 周 16 日 , 美 國 聯 儲 局 決 定 加 息

0.75%, 有 一 個 有 趣 的 發 現， 據 外 媒 報

導，谷歌 Trends 的數據顯示，美聯儲 6 月決議會議的前一

天「經濟衰退」搜索量創下 2004 年以來新高，顯示不只經

濟學家，市民一樣關心經濟衰退，似乎求助 Google 大神的

人增加，顯示了民眾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消費信心也會受影

響，因為對未來不看好，將會減弱消費的意慾。

谷歌 Trends 的數據顯示，過去一周，民眾在谷歌搜

索「經濟衰退如何影響普通人」的次數增加了 180%，同期

搜索「經濟衰退是否會在 2023 年到來」的次數也增加了 2

倍之多。而搜索最多的問題包括，「我應該在經濟衰退之前

做……嗎？」，或「我應該在經濟衰退前買房子嗎？」、或

是「我應該賣掉我的房子嗎？」、「我是否應該從銀行取出

現金？」其他像是美國人專屬的問題，我該兌現 401（K）

計劃或改變他們的 401（K）投資的問題。

不只是 Google，自今年初以來。推特上已經出現了超

過 100 萬條包含「經濟衰退」的推文，尤其是美國二次升息

會議後，都出現激增情況。

《 華 爾 街 日 報 》 議 息 決 議 後 也 做 了 調 查， 被 訪 的 經

濟學家們認為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他們

目前認為未來 12 個月經濟陷入衰退的概率為 44%，這一

高概率通常只有在經濟瀕臨衰退或實際正處於衰退時才會

出現。

《金融時報》與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公布最新調查，

70% 受訪的學術界頂尖經濟學家，預測明年美國將迎來衰

退，似乎大部分人也預期了經濟衰退成為事實。

而美股對比高位，也回調了近 30%，有人也判定技術

上進入熊市，雖然經濟和股市表現並沒有必然關系，但是股

價反映是人對未來的預期，機構投資者很多時也是博奕。

要應對有可能的衰退或加息的環境，之前的文章都有

寫過，加息對債劵和高估值的科技股並不友好，筆者長遠而

言，繼續押注可再生能源及商品。最主要是保持心態良好，

持盈保泰。

「經濟衰退」成Google關鍵詞 衰退真的要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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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上 周 5 公 布 了

密西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

數 50.2，較預期的 58 低，更加創下歷史新低。

除此之外，5 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比去年同

期勁增 8.6%，創 1981 年以來高點，兩者同時反

映出通脹仍然持續升溫，再配合地緣政治導致的

能源危機，通脹水平預期在今年內都難以消退。

因此，筆者預期未來下半年美聯儲加息步伐會落

在每次 0.75 至 0.5 之間，香港因為聯繫匯率都無奈要加息。美股相信有機會短期難

重上上升軌道，美股的避險情緒高漲，科技股的估值亦需時間消化消息，因此港股短

期相信較美股值博。

港股由於近年內地股票數量增加，所以受美國加息影響的程度亦下降不少。中

央在近期的調控政策下，在下方有一定支持力度，相信港股在今周若沒有利好消息加

持的話，將會步入橫行調整浪。投資者可以以保力加中軸線附近作為吸納位置，短期

有望上升至上軌附近，大約 21,500 點至 22,000 點水平。個別強勢板塊例如電車股，

相信短期高位整固完後，將會繼續上揚，短期投資者可以憧憬 7 月份公布的 6 月銷售

量；中長線投資者不彷可以留意金 9 銀 10 的銷售量。

通貨膨脹未停 通貨膨脹未停 
港股區間橫行港股區間橫行

名

嘴

工

作

室
林家亨

（逢一、二、三見報）
五行

大贏家

益高證券 郭志威

歐債危機2.0前的大反彈歐債危機2.0前的大反彈

上周，有一個朋友說他沽了黃金，定了止損位，但沒有

定下止賺位，過了一段時間帳面上已經有浮動的利潤，因為工

作太忙的關系，沒有留心多細看。再過了一天，他的倉位全部

去到止損位平倉了，心裏非常不爽。並且說如果是程式買賣，

結果可能截然不同。其實程式買賣不一定是一個會賺錢的黑

盒，一個買賣程式，可能只有十數行的指令，最多的可能會超

過數千行的指令，前者和後者的精密程度當然不一樣，而且用

的概念和所用的技術指標也可能有差異。

其實製造一個外匯買賣程式，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1）形成期（Formation Stage）：透過觀察或者通過某

一些科學理論，並且利用自己認為合理或者有勝出機會的邏輯，

再選定可以演繹自己概念的技術指標和時間框架，去做一個雛

形。有一個畢業於劍橋大學的物理學博士，並且在對沖基金工

作的首席程式設計師曾經說過，程式設計的基本方法就是模式

識別（Pattern Recognition），簡單來說就是去捕捉到經常出

現的圖形。大 部分程式背後所用的概念和方法都不外乎以下：

Trend Following（順勢操作）、Trend Reversal（逆勢操作）、

Multi Timeframe Sychronisation（多時間框架同步）、Multi 

Instrument Sychronisation（多工具同步策略）、Martingale

（馬丁策略）、 Mean Reversal（平均值回歸）等等。一般會

使用的技術指標會有一個 Momentum Indicator（動能指標），

MACD，Stochastics 和 KDJ 都是常用的動能指標，各有利弊，

有經驗的編程技術人員還會選用自己研發的動能指標。除了以

上，大 部分成功的程式必須要有一個 Volatility Indicator（波

幅指標），經常使用的波幅指標有 ADX、DMI+/- 、ATR、

Vortex 等等。以上兩種技術指標幾乎是必須有的項目，其餘的

技術指標就是按程式背後的邏輯和方法去選定。

（2）測試及確定階段（Testing and Confirmation 

Stage）：當編寫了基本的程式以後，就可以進行測試，一般

會有一個基本版，和幾個不同的變種，可能有着不同的設定

和過濾方法，例如選用不同的時間框架、不同的金融工具及

技術指標的設定等等。有部分編程者會選擇歷史數據回溯測

試（Backtesting）去測試程式的可用性。個人認為這方法是

絕對行不通，就好像打開答案去答問題一樣。建議用模擬帳戶

的實際動態數據去測試才行。如果開倉比較頻密的高頻買賣，

當存取了數百個或上千個買賣紀錄之後，樣本數據可能已經勉

強足夠，但如果開倉比較稀疏的策略，就可能需要較長的時

間去確認。建議把買埋數據上載到 MQL4 或 Myfxbook 平台，

然後再去閱讀相關的統計數據，就會了解到自己系統的利潤因

子、勝出率、槓桿負荷率、資金回徹率、平均勝出和虧損的點

數和利潤等等的有用數據，就會推算到自己設計系統的優點和

缺點及需要改進的地方。基本上系統在測試的時間段內能夠提

供利潤，簡單來說就是利潤因子必須要大於一，就是最低的要

求，才可以晉升到下一個階段。

（3）最終確定期（Finalisation Stage）：第二階段

完成後，並且利用系統的統計數據作出適當的改動和選擇之

後，就可以開設真正的現金帳號，開始時可以存入少量的資金

去去測試實戰的表現，最低資金要求會因外匯商而異，一般都

會在 500 美金左右。與此同時可以將買賣數據上載到社交買

賣平台，例如 MQL4 或 MQL5，甚至乎可以設定為可以付費

訂閱的訊號，這樣如果長期下去獲利的情況理想，再加上適當

的宣傳，就可以吸納付費的跟單買賣。在 MQL4 平台上有一

個累積了四年不敗紀錄的俄羅斯訊號提供者，他的跟單人數有

383 人，每月付費在 67 美元，跟單總額有 1,000 萬美元，光

是月費的收入已經超過 20 萬港元一個月，算是一個不錯的被

動收入。另外有部分的外匯商還會和一些可靠的買賣訊號提供

者合作，並提供基金經理人帳號（MAM Account）跟單服務，

也是一個另類的選擇，但是收費會比較高一些，好處就是可以

直接和訊號提供者聯絡和提出問題。

                  外匯編程的三個階段外匯編程的三個階段智匯被動收入智匯被動收入
工作坊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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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 消息
天潤雲昨起招股 每手入場費 2,797.91 元

內地雲原生客戶聯絡解決方案提供商天潤雲（02167.HK）公布招股

詳情，全球發售 4,353 萬股（包括 1,953 萬股銷售股份），香港公開發售

佔一成，國際發售佔九成，每股招股價介乎 12.85 元至 13.85 元。該股周

一（6 月 21 日）起招股，周五（6 月 24 日）中午截止，預期下周四（6

月 30 日）掛牌。每手 200 股計，一手入場費 2,797.91 元。獨家保薦人為

中金公司。公司是次上市引入 Platinum 及聲網 Agora 為基石投資者，合

共認購約 1.81 億元股份。如以招股價中位數 13.35 元計，公司料淨集資約

2.67 億元，約 75% 將用於進一步提高我們的核心技術、優化現有解決方

案組合及開發互補解決方案；約 20% 將在未來五年用於進一步提升在客

戶聯絡解決方案市場的品牌形象，擴大直接銷售團隊，提高銷售能力及加

大營銷力度；約 5% 用作營運資金及一般企業用途。

中國恒大預期 7 月底前敲定初步重組方案 續停牌
中國恒大（03333）公布，本月 15 日，接獲聯交所發出的復牌指引，主要包括︰

公布所有未公布的財務業績，並解決任何審計保留意見的事項；及對主要附屬恒大物業

（06666）134 億人民幣的質押擔保被相關銀行強制執行進行獨立調查，公布調查結果並

採取適當的補救措施。聲明指，公司正在積極推進重組工作，預期將於 7 月底前公布初步

重組方案。同時，受疫情及恒大物業質押擔保獨立調查的影響，公司尚未確認 2021 年度

業績的發布時間。倘公司無法糾正導致暫停買賣之事項，滿足復牌指引要求，並全面遵守

上市規則以令聯交所滿意，以及於 2023 年 9 月 20 日前恢復股份買賣，聯交所上市科將

建議上市委員會展開取消公司上市地位之程序。公司股份自 2022 年 3 月 21 日起暫停買

賣，並將繼續停牌，直至另行通知。

碧生源料上半年收入將按年跌 30% 至 35%
碧生源（00926）公布，預計集團 2022 年上半年之營業收入將按年下跌 30% 至

35%，且預計將錄得歸屬於公司擁有人略有虧損，該預計金額尚未考慮上半年潛在的使用

權益法核算的投資收益 / 虧損，及按公允值通過損益計量的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

集團表示，集團 2022 年上半年業績表現預計按年下降的原因主要包括，受新一波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部分城市採取了嚴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對集團營銷業務及物流配

送帶來一定影響；及受市場變化及價格競爭的影響，集團主營產品之減肥藥品的上半年預

計出貨量按年下降約 50%，平均結算單價亦有所下降。

帝國科技取得數碼藝術珍藏 Phanta Bear 合作授權
帝國科技集團（00776）公布，由集團所經營之元宇宙項目 METASENS，與台灣藝

人周杰倫旗下「久旺鐵人有限公司」（PHANTACi）簽署合作授權合約，雙方將於手遊領

域聯手。集團這次與 PHANTACi 聯手合作，簽約取得數碼藝術珍藏 Phanta Bear 合作之

授權，透過 3D 建模與遊戲設計之創新應用，將 Phanta Bear 融入集團旗下「動物大奔走」

（PetaRush）遊戲。「動物大奔走」（PetaRush）為 METASENS 的第二款遊戲，讓多

人同時用卡牌方式發動技能進行 PVP 對戰，遊戲融入「收集」、「養成」及「繁殖」等元素。

現時正進行封閉刪檔測試，預期今年下半年正式上線。

恒大汽車接獲聯交所復牌指引
恒大汽車（00708）公布，本月 15 日，接獲聯交所發出的復牌指引，主要包括︰公

布所有未公布的財務業績，並解決任何審計修改；及證明公司遵守上市規則第 13.24 條。

如公司無法令聯交所滿意地解決導致其暫停買賣之事項、滿足所有復牌指引的要求

並全面遵守上市規則，以及於 2023 年 9 月 30 日或之前恢復股份買賣，聯交所上市科將

建議上市委員會展開取消公司上市地位之程序。公司股份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起暫停買賣，

並將繼續停牌，直至另行通知。

恒大物業接獲聯交所發出復牌指引
恒大物業（06666）公布，本月 15 日，接獲聯交所發出的復牌指引，主要包括︰公

布所有未公布的財務業績，並解決任何審計保留意見的事項；及公司對 134 億人民幣的質

押擔保被相關銀行強制執行進行獨立調查，公布調查結果並採取適當的補救措施。

聲明指，受疫情及質押擔保獨立調查的影響，公司尚未能確定 2021 年度業績的發布

時間。此外，公司的質押擔保獨立調查正在積極進行中，現階段尚未能確定預期完成獨立

調查的時間。倘公司無法糾正導致暫停買賣之事項，滿足復牌指引要求，並全面遵守上市

規則以令聯交所滿意，以及於 2023 年 9 月 20 日前恢復股份買賣，聯交所上市科將建議

上市委員會展開取消公司上市地位之程序。公司股份自 2022 年 3 月 21 日起暫停買賣，

並將繼續停牌，直至另行通知。

上海電氣 5.6 億人幣售天沃科技股權 
上海電氣（02727）（601727.SH）公布，以約 5.64 億元人民幣（下同）

出售深圳上市的天沃科技（002564.SZ）15.24% 股權予控股股東電氣控股，

料淨收益約 1.39 億元。有關交易待股東批准。該集團指，以每股 4.26 元出

售天沃科技約 1.324 億股，並終止天沃科技發新股收購上海鍋爐廠 100% 股

權及募集配套資金，因近兩年來，受新冠肺炎疫情、採購及施工成本上升影

響，天沃科技經營面臨困難局面，該集團原擬通過有關收購以改善天沃科技

資產質量。但近期外部市場環境變化，繼續推進有關交易面臨較大不確定性，

故擬終止資產重組，而作為天沃科技的間接控股股東，為依託電氣控股資源

進一步支持天沃科技的發展，故電氣控股擬收購天沃科技股權。

晨鳴紙業上訴終院被駁回，不影響經營
晨鳴紙業（01812）（000488.SZ）公布，有關清盤呈請，該集團在

2 月就上訴法庭判決作上訴，收到終審法院於本月 14 日作出之判決，判決

為駁回上訴，並指示早前根據原訟法庭法官夏利士命令繳存法院作為押後

HKK2 針對該集團所提交清盤呈請條件的款項，合共約 3.89 億港元港幣，

連同當中的累算利息，須支付予 HKK2。該集團指，在 2017 年度已就繳存

法院款項全額計提預計負債，董事會認為終審法院判決不會對財務、經營等

造成不利影響，將繼續與法律顧問探討，並探索一切可措施維護合法權益。

浙江世寶控股股東減持 A 股，佔 2% 股權
浙江世寶（01057）（002703.SZ）公布，昨天收到控股股東浙江

世寶控股集團通知，減持約 1579.28 萬股 A 股，佔約 2% 股權。該集團指，

本次股份減持不會引起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變動。減持後世寶控股仍持

有約 3.26 億股 A 股，佔總股本約 41.28%，仍為該集團控股股東。

春立醫療控股股東史春寶增持逾 17 萬股
春 立 醫 療（01858）（688236.SH） 公 布， 昨 天 收 到 執 行 董 事 及

控股股東史春寶通知，從本月 10 日起至昨天，他以自有資金收購 17.45

萬股 H 股，佔約 0.0454% 股權。該集團指，史春寶及妻子所持股權由

54.51% 升至約 54.55%。


